
两次大病、一次交通意外事
故，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
村居民盖志敏近几年可谓磨难
重重。然而天生要强的他，在一
次次挫折后，没有自怨自艾，而
是勇敢地直面生活，用奋斗与
坚强改变现状。了解到盖志敏
的事迹后，山东省福彩中心“为
福添彩”公益救助团队近日来
到盖志敏家中，送上4000元“为
福添彩”救助金，鼓励他继续保
持生活的信心，为一家人的美好
未来继续奋斗。

连遭不幸，坚强面对

“头一回闹病是他26岁的时
候，医生说得的是脑瘤。嘉祥、济
宁的医院都去看了，最后是在北

京住院做的手术。”盖志敏的母
亲王柱个介绍，几番辗转，盖志
敏的手术虽然还算顺利，但2019
年因脑炎再度入院。2020年，感

觉身体基本状况有所恢复的盖
志敏准备打工补贴家用，当年9
月在打工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肋
骨被撞断，被送进医院。

几遭磨难，盖志敏在身体状
况有所恢复后，总是积极地寻
找工作，以减轻家人的负担。

“虽然碰到了这么多意外，但
是我毕竟还年轻，上有老，下
有小，我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必 须 得 坚 强 ，把 这 个 家 撑 起
来。”盖志敏说。

多方援手，为福添彩

“我们了解到盖志敏一家的
情况以后，帮他们办好了低保，
也申请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个月都有一定的救助。”武翟村
支部书记王海清说，“等志敏的
情况再好一些，我们会帮他联
系一些工作，帮助他们一家减轻
压力。”

20 2 0 年 1 0 月，省委选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工 作 队 进 驻 济 宁 市 嘉 祥 县 。

“省派工作队到来后，通过村
里了解到盖志敏家的情况，知
道他们生活比较困难，就向省
福彩中心申请了‘为福添彩’救
助金，这对盖志敏一家帮助很
大。”王海清说。在多方帮扶下 ,
其家庭已脱贫。

“为福添彩”公益救助是山
东省福彩中心2016年起开展的
面向全省困难且具有正能量人
士的救助活动，以给予“救助金”

“慰问金”的形式向受助对象提
供经济帮助，助其克服生活困
难，弘扬福彩宗旨。截至目前，该
活动已累计救助160余人。

(文/刘通 图/王晨鹏)

山东福彩为“正能量”的他
送上“为福添彩”慰问金

“你们一定想不到，我们这
个合买团，之前中的最大的奖
是6 5块钱！”3月15日上午，淄
博市福彩中心兑奖室传出阵阵
笑声，就连工作人员都被两位
办理手续的小伙逗得前俯后
仰。3月14日晚，双色球井喷74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079572
元，其中1注就被这两位小伙所
在的合买团斩获。

据了解，这个合买团的成员

是五个好哥们儿，因为几人都喜
欢双色球，一年前便组建了双色
球合买团，大家共同出资、各自
选号，又热闹又省钱。中奖彩友
王先生(化姓)表示：“合买团成
立有一年多了，之前中的最高
奖金只有65块钱，这让大家有
点哭笑不得。”于是，他们开始
对投注方式和投注金额进行调
整。经福彩站主推荐，他们由
复式投注转为“胆拖+复式”投

注，选号空间更大。此外，他们
又将每期投注总金额控制在
30元左右，更合理地制定合买
团购彩计划。

调整购彩计划不到半年时
间，合买团摆脱65元的“魔咒”，
一夜之间变为五百万元的大奖
得主。因为采用了“红球胆拖+蓝
球复式”的投注方式，合买团除
中得1注一等奖外，还中得1注二
等奖、4注三等奖、5注四等奖、1

注五等奖，总奖金510万余元！
王先生说，开奖当晚他们五

个正在一起吃饭，看到开奖号
码的那一刻大家都沸腾了，激
动得整夜没睡觉！不过，兴奋
过后大家还会归于理性，虽然
中了大奖，但合买团的计划不
能变，合买团快乐的初心不能
变，以后大家还一起支持福利
彩票，支持双色球！

(曲玥)

淄博“兄弟团”合买中510万元双色球大奖

王柱个(左二)接过“为福添彩”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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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在长城墙体刻字被拘留一点儿也不冤

七个菜六个“假”，跑腿代购岂能如此跑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近日，湖北武汉的王先生遭
遇糟心一幕。为在家招待来客，他
通过饿了么跑腿代购服务在“靓靓
蒸虾”水厂店点了七个菜，结果，送
上门来的七个菜中只有一个是出
自下单商家的正品，另外六个都是
跑腿骑手甘某为赚“差价”而从别
的地方“拼”来的“假”菜。

乍一看，这似乎并不是件多
大的事。“涉案”金额不大，当事者
王先生总共花费不足500元，跑腿
骑手甘某作假昧下的钱也只有36
元。后果也不算严重，七个菜六个

“假”虽令人不快，可也并没吃出
什么问题。也许正因如此，在发现
自己被骗后，王先生表现得很宽
容，甚至“不愿看到平台处理骑
手”。但是，这份宽容只能说明被
骗者的宅心仁厚，并不意味着甘
某“换菜”真是小事一桩不足介
意，更不意味着可以任凭骑手“换
菜”这样的“跑偏”一直存在下去。

对平台下单的消费者而言，
骑手甘某的行径“伤害性不大，侮
辱性极强”。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
单点菜完全是出于对外卖平台的
信任，他们相信进驻平台的商家
以及平台所推荐的跑腿代购服务
都是可靠的。可是，甘某这样的骑

手竟私底下大做手脚，不仅在菜
品上偷梁换柱，连账单都敢以假
乱真。这不仅是对用户信任的辜
负、对平台信誉的滥用，更是对消
费者正当权益的戕害、对当事者
人格尊严的羞辱。为此，有关各方
必须及时醒悟，有所作为。

平台骑手必须严格自律，有
所不为。无论如何，不能像甘某那
样，为了多从一单生意中多昧点
钱，不惜以商品掉包、账单造假这
样的违法手段铤而走险。要知道，
这不仅关乎某个跑腿代购者的职
业操守，也关乎所有外卖骑手的
职业形象。因为外卖骑手这个行
当不仅很辛苦，还不时被歧视被

伤害，所以，舆论一直对“弱势”的
外卖骑手们“高看一眼”。但是，这
绝不是外卖骑手弄虚作假的理
由。无论如何，所谓“弱势”都不足
以成为违法行为的借口，任何一
个跑腿者都不应“恃宠而骄”，为
不当得利而擅自对消费者的订单
上下其手。哪怕仅仅为了自身正
名，代购骑手们也应以甘某的行
为为镜鉴，规规矩矩地跑好每一
个订单。不管你从事哪一行，只有
行得端坐得正，诚信做人，踏实做
事，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外卖平台必须采取有力措
施，切实强化对外卖骑手的管控。
外卖骑手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弄

虚作假，跟外卖平台管控不力有
直接的关系。正如有人所指出的，
如果外卖平台能及时堵上监管漏
洞，直接将点单者的菜钱付给店
家，而不让跑腿者“过手”，就能在
很大程度上消解外卖骑手作弊的
可能性。为维护外卖平台的形象
与外卖行业的公信力，当事外卖
平台必须对甘某这样的骑手严加
惩处，以儆效尤。

相关部门也应及时介入，以
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达成对外卖平
台的监管。如果来自监管部门的
压力不够大，外卖平台很难自曝
家丑，很难对跑腿骑手们痛下“杀
手”。

外卖骑手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弄虚作假，跟外卖平台管控不力有直接的关系。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如果外卖平台
能及时堵上监管漏洞，直接将点单者的菜钱付给店家，而不让跑腿者“过手”，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外卖骑手作弊的的
可能性。为维护外卖平台的形象与外卖行业的公信力，当事外卖平台必须对甘某这样的骑手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葛评论员观察

□史奉楚

3月21日晚，八达岭长城发布
情况通报，三名游客在八达岭长
城墙体上刻字，被网友及相关媒
体曝光。据“延庆警方”通报，3月
22日凌晨将张某林、李某荣、苏某
芳等3名违法行为人查获。目前，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已对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并处
罚款的处罚。

应该说，之前人们在外出旅
游时，经常会看到一些名胜古迹
或者建筑物上刻画有“到此一游”
之类的字或者所谓的“绘画”。如
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
们文明程度的提升，类似“到此一
游”的乱涂乱画现象有所改观。因
而，在长城墙体刻字的行为显得
尤为突兀和夺目，行为人由此受
到处罚可谓咎由自取，这也再次
警示人们，文明旅游是底线，故意
乱涂乱刻乱画，既有失文明和公
德，也可能触犯法律。

文明旅游，“不乱涂乱画”应
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基本规则。
然而，现实中，虽然很多人的素质

和文明意识有所提升，但还有部
分人我行我素地肆意而为。或者
在景区建筑物上刻下“到此一游”
或者自己姓名，或者攀爬雕像，

“顺走”物件，毁坏景区财产。如据
报道，湖北远安县太清洞景区，一
名游客掰下几块钟乳石欲拿回
家。2017年4月，3名驴友到江西省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巨蟒峰攀岩
时，用电钻、铁锤在岩体上打入26
个岩钉，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造
成严重损毁。

这些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文明
意识，更是不讲公德和规则。要知
道，如果是在自己家中，这些人可
能根本不会有任何损毁家中财产

的行为，反而生怕财产受到破坏。
这样的行为，不只是素质低下那
么简单，而是既可能构成治安违
法，更可能触犯刑法。

对此，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以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
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
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根据《刑法》，故意损
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
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
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游客没
有损毁文物或名胜古迹，只是损
毁不值钱的旅游设施，也有可
能构成治安违法或故意毁坏财
物罪。可见，“乱涂乱画”，到处
刻字不仅体现不出一个人的能
力和素养，反而是低素质和无
公德的表现，是对规则和公共
利益的破坏，使自己游走在法律
边缘。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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